
『我是君王，但是，我的國不屬於這世界的。』  

  達 Dn 7:13-14;   默 Rev 1:5-8;   若 Jn 18:33-37 
  

在三篇經文的光照下，我們可以總結以下三點作爲本周的反省： 

 

（一） 基督以真理的權威和愛的統治來執行他的王權 

許多塵世的統治者是以鐵腕或不正義的法律來治理他們的人民，而主基督却是以愛來治理

他的子民。凡屬于基督的子民，就應該意識到他人是聖神宮殿這一事實，不應以權力來主

宰他人，或以自己的尺度來審斷他人。 

 

（二） 基督要求我們做個爲真理作證的忠信門徒 

主耶穌啓示給我們最大的真理就是天父對我們的愛。我們該如何爲這真理作證呢？我們必

須在我們的生活中活出這個真理。也就是我們無時無刻地意識到自己是個被天主深深所愛

的罪人。一個時時感到被愛的人是一個充滿喜樂和感恩，也願意像天主一樣去愛人的人。 

 

（三） 基督建立了一個司祭的王國爲服事天主 

所有的基督徒都負有司祭職的使命。藉著他的自我奉獻和犧牲性命，主耶穌教導我們作爲

司祭的真正意義是什麽。讓我們在生命中勇敢地活出我們的司祭職。我們是司祭子民，王

族子民、神聖子民和上天的選民。我們要肖似基督君王，高舉貧窮的人，接納罪人，寬恕

敵人，挑戰不正義，安慰病人，引導小孩，尊敬老人，幷以我們的所有和我們的所是來贊

美我們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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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風季刊 
 

「微風季刊第十六期 」計劃出版，歡迎

各位教友，青少年及堂區小組踴躍投稿，

如生活小品，活動相片，教友心聲，教內

外新聞，請把犒件於十二月前交堂區辦事

處或聯絡。Agnes Kan 780-438-7222 
電郵 : agnes_sin68@hotmail.com 
 

期望各位教友支持，以充實精神的食糧，

亦是對外最妤的福傳。 

 
「公教家庭協會」聚會通告 

 

教家庭協會將於十二月六日星期日主日彌撒後

聚會，時間為下午十二時半至二時半，地點為

堂區大會議室。 

此項活動是公開給堂區內各位教友參加。如果

你很少接觸其他教友或參與聖堂活動的話，歡

迎你來分享主內兄弟姊妹共聚之樂。 無論你是

單身或與家庭成員一齊來參加都無任歡迎！ 

聚會內容包括日式自助午餐、家居生活常識、

聖經研讀及小組分享。歡迎各位會員攜同家人

或朋友參加。費用成人八元、小童十歲以下免

費。 

報名請致電或電郵: 

Davis/Maggie Leung  780-498-2228 
 davisleung.ca@gmail.com  
Vincent/Clara Liu 780-908-6699 
 cnliu@telus.net  
William/Wendy Tung 780-217-3180 
 anadon@shaw.ca  

 

另訊：上月份的公家會聚會已於十一月八日順

利進行，有三十多人參加。是次聚會中, Mat-

thew Chao 與我們分享了子女安全使用電腦及互

聯網保安等題目。Davis Leung 亦帶領我們研讀

聖經浪子回頭的章節及親子應用和分享。感謝

各兄弟姊妹分工合作，預備午餐茶水、佈置和

會後清理等。 

堂區消息 
 

新春嘉年華的核心籌備小組，在過去十年

來，籌劃每年的新春嘉年華大型慶祝，十

年是一段不短的時間，使我們每年都有一

個感恩的、歡樂的春節活動，並增加了堂

區對外的影响。為此堂區議會暨全體教

友，衷心感謝核心小組多年來付出的精神

和努力。 
 

鑒於今年 A型流感在全世界各地流行，故此

堂區議會决定不再舉行大型的新春嘉年華

的對外活動，一方面可以減少人群高度集中

帶來的傳染機會和不便；另一方面有感核

心籌備小組的多年辛勞，可讓他們暫且得到

休息。但在堂區内部，我們仍然計劃於明年

(2010 年)二月舉辦賀年活動，邀請堂區內兄

弟姊妹積極支持和參予籌備工作，也歡迎核

心小組的成員提供意見和協助。 



Sunday Collection 主日彌撒捐獻 

二 零 零 九 年 十一月十四、 十五日  

Nov. 14 & 15, 2009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 2,506.75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355.00 
還款基金 
Loan Repayment Fund   $      11.00 
希望工程 
Sign of Hope    $ 2,471.10 

常年期第卅四週讀經、福音章節 

34th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 S  達 Dn 7:13-14; 默 Rev 1:5-8;

  若 Jn 18:33-37 

一 M  達 Dn 1:1-6,8-20;  

  路 Lk 21:1-4 

二 T  達 Dn 2:31-45; 路 Lk 21:5-11 

三 W  達 Dn 5:1-6,13-14,16-17,23-28;

  路 Lk 21:12-19 

四 T  達 Dn 6:12-28; 路 Lk 21:20-28 

五 F  達 Dn 7:2-14; 路 Lk 21:29-33 

六 S  達 Dn 7:15-27; 路 Lk 21:34-36 

聖物部消息 
 

• 2010年度英文主日彌撒書(Sunday Mis-
sal) 現已出版，每本三元正，可在本堂

聖物部訂購。 

• 堂區現有兩款為將臨期及聖誕期用的短

文小冊，能助讀者啟發思考，増進讀

者對天主聖言有更深的認識，小冊子

方便收藏及容易攜帶，，本堂聖物部

發售。每本售價二元五角。 

• ﹝醫生手記﹞由鄔維揚執事暨醫生執

筆，內容豐富發人深省。每本十二

元。 

Office of Youth & Young Adult 
Ministry…  
 

Advent Gathering: All leaders 

in youth and young adult min-

istry are warmly invited to our 

annual Advent gathering in 

appreciation of all that you do. 

Join us at th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on Saturday, December 

12, for Mass with Archbishop 

Smith at 4:30 p.m., followed by 

a potluck supper and social 

evening.  

WCACYM Retreat: The Western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Catholic Youth Ministers invites 

you to their Annual Retreat 

and Gathering. This year it is 

hosted at the Star of the North 

Retreat Centre in St. Albert on 

Ninth Annual Public Novena  
Feast of Our Lady of Guadalupe 
2009 Novena Theme 
“Let us pray to Mary, Queen of Peace, to im-
plore from God the fundamental gift of con-
cord, bringing political leaders back to the 
path of reason, and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of dialogue and agreement.”  Pope Benedict 
XVI 
December 3 –11 
Annunciation Parish 
9420—163 Street 
Edmonton, AB 
 

Times 
Starts with Mass at 7 P.M. each day 
EXCEPT Saturday: 5 P.M. 
Daily Novena Includes 
Mass, Rosary, Reflection, Exposi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and Benediction. 

恭念玫瑰經 
 

堂區於十一月廿八、廿九日三台主日彌撒前

二十分鐘，將恭念玫瑰經，特敬聖母。請各

位教友準時出席，一起參與這項熱心敬禮。 

Praying the Rosary 
 

Twenty minutes before all three Sunday 
Masses on November 28 & 29, the Rosary 
will be recited in devotion to Mary.  Please 
arrive on time so that we can pray together. 

Stewardship Moment... 
November 22 – Christ the King 
 

Stewardship is not new. You express it in 
countless ways in our faith community. Today 
marks the end of the calendar year in the 
Church. Thank you for the many ways in which 
you lived stewardship in our Parish this past 
year. We pray that the coming church year will 
bring an even greater awareness of stewardship 
among 
us. Christ is truly our King, and stewardship is 
about living a life centered on our King and not 
ourselves. 
Courtesy Stewardship Office, The Archdio-
cese of Winnipeg 

代禱 
 

屠彊素薇姊妹日前在家不慎跌倒，傷了頸部，

現正在醫院護理，請各教友為她祈禱，求主賜

她早日康復。 

通功 
 

本堂主任司鐸麥振群神父胞姊麥妙貞女士，在

十一月十六日安息主懷，望主賜她永安，及以

永光照之，息之安所。並賜慰藉給她的家人。 

追悼 
 

十一月廿七日﹝星期五﹞，為關愛寶修女逝世

一週年紀念，本堂在上午十一時，會為關修女

奉獻彌撒聖祭，誠意邀請教友前來參與，並為

她的靈魂祈禱。 


